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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聚焦超声联合全氟戊烷液滴在乳腺癌治疗
增效中的实验研究
余 倩，高乙惠，许萍萍，姚一静，王 芮，陈旖旎，姜立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 200030)

摘要：目的：探讨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联合全氟戊烷液滴(Perfluoropentane droplets,
PFP)，对小鼠乳腺癌 4T1 细胞治疗的增效作用。方法：制备 PFP，检测其平均粒径及形态结构。试验设立三组：HIFU
假照组，单纯 HIFU 治疗组，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流式细胞仪检测 HIFU 分组治疗乳腺癌细胞后细胞存活率及死亡
率；体内动物试验分组处理后，二维超声观察 HIFU 辐照前后肿瘤回声灰度变化情况，超声造影剂灌注缺损面积占总面
积百分比评价不同治疗方式对裸鼠皮下移植瘤的消融能力。结果：所制备的 PFP 平均粒径为 1.2 µm，形态呈规则球形。
细胞试验显示，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乳腺癌细胞死亡率(23.50±1.34)%显著高于单纯 HIFU 治疗组(14.34±0.55)%和 HIFU
假照组(11.76±0.62)%(P<0.05)；动物试验显示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肿瘤消融面积占总面积百分比(84.03±4.47)%显著高
于单纯 HIFU 治疗组(41.23±4.24)%(P<0.05)，HIFU 假照组无明显灌注缺损区域。结论：HIFU 联合 PFP 可显著增强对乳
腺癌细胞及组织的消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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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using perfluoropentane droplets enhanced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an experimental study
YU Qian, GAO Yihui, XU Pingping, YAO Yijing, WANG Rui, CHEN Yini, JIANG Lix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combined with
perfluoropentane droplets (PFP) on the treatment of mouse breast cancer 4T1 cells. Methods: PFP were prepared and
their average particle size and morphology were examined. Three groups were set up in the experiment: blank control
group, HIFU treatment group, HIFU combined with PFP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ability of HIFU combined with PFP
for increasing the efficacy of 4T1 cells therapy in vitro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B-mode ultrasound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gray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HIFU ablation and the percentage of perfusion defect in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to evaluate the synergistic ablation ability of HIFU combined with PFP for subcutaneously transplanted
tumors in nude mice. Results: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the prepared PFP was 1.2 μm, and the shape was regular
spherical. Cell tests showed that 4T1 cells mortality (23.50 ± 1.34)% in the HIFU combined with PFP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IFU-treated group alone (14.34 ± 0.55)% and that in the HIFU sham group
(11.76 ± 0.62)%, (P <0.05). Animal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tumor necrotic area in the HIFU combined with PFP treatment group (84.03 ± 4.4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IFU treatment group alone
(41.23 ± 4.24)%, (P <0.05), there was no obvious perfusion defect i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HIFU combined with PFP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ablation ability of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issues.
Key words: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breast cancer; perfluoropentane droplets; treatment

女性常见癌症中排第五位 。目前，乳腺癌的微创
治疗包括冷冻消融、射频消融、激光消融、微波
消融和高强度聚焦超声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消融 。
全氟戊烷液滴(Perfluoropentane droplets, PFP)
具有液气相变的特性，其常温下为液体状态，温
度升高或高强度超声辐照能使其转化为气态，该
过程也被称为声致相变效应 (Acoustic Droplet
Vaporization, ADV) ，HIFU 作用下 PFP 可产生
[1]

0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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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在中国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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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声波下气泡的振荡和破裂可增强 HIFU 治
疗空化效应，提高产热能力，潜在地增强 HIFU
消融效率 。本试验从细胞及动物两个层面，探
讨 HIFU 联合 PFP 在乳腺癌治疗增效中的可行性
及有效性。
[6-7]

1 材料和方法

仪器和试剂
主要仪器：细胞培养箱(Hyclone, 美国)，流
式细胞分析仪(Beckman Coulter, 美国)，小动物脉
冲型聚焦超声肿瘤治疗仪(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超声诊断仪(MyLabTM90, Esaote,
意大利)。
主要试剂：RPMI-1640 培养基(Gibco, 美国)，
胰蛋白酶(Gibco, 美国)，PBS 缓冲液(Gibco, 美
国)，胎牛血清(Ausbian, 澳大利亚)，青霉素-链霉
素双抗(Hyclone, 美国)，活细胞/死细胞双染试剂
盒(Calcein-AM/PI, 中国上海贝博公司)，超声造影
剂(SonoVue, Milan, 意大利)。
1.2 细胞株与细胞培养
鼠源性乳腺癌 4T1 细胞株购于中国科学院上
海典藏细胞库，乳腺癌细胞为贴壁生长。使用
RPMI-1640 培养基培养乳腺癌 4T1 细胞，培养基
中含 1%青霉素-链霉素双抗溶液，9%胎牛血清，
细胞放置于 37°C 饱和湿度及 5% CO 培养箱中培
养，每 2～3 天传代一次。当 4T1 细胞达到对数生
长期时进行消化离心制备成单细胞悬液，进行细
胞计数，细胞实验时使用六孔板培养细胞，每个
孔中加入 2 mL 配置好的 RPMI-1640 培养基及
1×10 个乳腺癌 4T1 细胞。
1.3 实验方法
1.3.1 乳腺癌皮下移植瘤模型构建
模型采用裸鼠(Balb/c nude mice)作为实验动
物 ( 上海西普尔 - 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K(沪)2013-0016)，约 6 周龄，饲养于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动物房无特定病原体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级屏障设施中。鼠源性乳腺癌
4T1 细胞作为瘤源，将对数生长期的 4T1 细胞制
成细胞悬液，1 mL PBS 重悬后用细胞计数板进行
细胞计数，于裸鼠背部皮下注射约每 200 µL
5×10 ～10×10 个的细胞量。用手固定小鼠，75%
乙醇棉球消毒小鼠背部皮肤，后将细胞悬液注射
到小鼠右侧背部皮下形成皮丘，缓慢退针，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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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点无液体渗出。注射后每天持续观测瘤鼠状
态及肿瘤生长情况，定期测量裸鼠肿瘤的最长径
a(单位 mm)、最宽径 b(单位 mm)。
1.3.2 全氟戊烷液滴制作
实验所用的相变全氟戊烷液滴(PFP)制备与
文献[8-9]所用方法相同。简而言之，25%全氟戊
烷(Strem Chemicals, 美国)和 75%脂质在声振仪细
胞破碎仪(450 Digital Sonifier, 美国)中处理 30 s，
设置功率为 10 W。所得混合溶液于 4°C 储存。实
验前采用库尔特粒度仪(Beckman Coulter, 美国)
对稀释一万倍后的液滴数目及直径进行测量，所
测液滴的平均粒径为 1.2 µm，其中 99%的粒径小
于 3 µm。在用于实验之前，使用 PBS 将液滴密度
稀释至每 mL 1.5×10 个的细胞量。显微镜下全氟
戊烷微滴照如图 1 所示。
7

图 显微镜下全氟戊烷微滴照 标尺

1
(
20 µm)
Fig.1 Microscopic image of droplets with a scale bar of 20 μm

小动物 HIFU 肿瘤治疗仪参数
治疗探头工作频率： 4.00 MHz ，焦距：
11.5 mm ， 焦 域 横 向 尺 寸 (−6 dB) ： 0.78 mm×
0.57 mm，焦域纵向尺寸 (−6 dB) ： 9.2 mm，最大
输出功率：29.05 W，最大声强：8.14×10 W·cm 。
1.3.4 细胞试验 HIFU 分组治疗及流式细胞仪检测
按上述方法将 4T1 细胞置于六孔板内，分为
HIFU 假照组，单纯 HIFU 治疗组和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每组各 6 孔。实验方法：(1) HIFU 假照
组，HIFU 假照；(2) 单纯 HIFU 治疗组，孔内加
入生理盐水 0.1 mL，输入前述固定参数辐照 30
次；(3)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孔内加入 0.1 mL
稀释后的 PFP，输入前述固定参数辐照 30 次。
HIFU 辐照实景图如图 2 所示，为了减少六孔板内
辐照能量的衰减，避免探头直接接触六孔板底部，
探头与孔板之间放置厚度为 5 mm 的导声垫。
HIFU 辐照后将不同分组的细胞放置于 37°C、
5% CO 培养箱中培养 48 h 后，对瓶内细胞进行
消化离心(转速为 1000 r·min ，时长为 5 min)，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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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BS 多次洗涤细胞后，按照活细胞/死细胞染色
试剂盒操作说明，加入 Calcein-AM 染色液避光孵
育 15～30 min 后再加入 PI 染色剂孵育 1~5 min，
用 PBS 多次洗涤细胞后重悬，使用流式细胞仪上
机检测。荧光特性如下，Calcein-AM: 激发波长
E =490 nm, 发射波长 E =515 nm; PI: E =535 nm,
E =617 nm。
x

m

x

m

(a)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均以 x ± S 表示，并
对不同分组进行两两比较，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SPSS 23.0

2 实验结果

细胞试验结果
流式检测结果图 3 所示，横坐标为
Calcein-AM 染色结果，阳性代表活细胞；纵坐标
2.1

辐照时侧面观
(b) 辐照时正面观
图 2 HIFU 辐照乳腺癌细胞实景图

Fig.2 Picture of HIFU irradia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荷瘤鼠的 HIFU 分组治疗及超声评价
荷瘤裸鼠(Balb/c)30 只，雌性，约 6 周龄，
肿瘤生长至 28 d(最长径约 8～10 mm，开始治
疗)，随机分为 HIFU 假照组，单纯 HIFU 治疗
组和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每组各 10 只。实
验方法：碘伏常规消毒后， 1% 无巴比妥钠
10 µL·g 腹腔注射麻醉，麻醉起效后进行分组
治疗：(1) HIFU 假照组，肿块表面涂以超声耦
合剂，HIFU 假照；(2) 单纯 HIFU 治疗组，尾
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0.1 mL，30 min 后肿块表面
涂以超声耦合剂，输入前述固定参数辐照 30 次；
(3)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尾静脉注射稀释后
的 PFP 0.1 mL，30 min 后肿块表面涂以超声耦
合剂，输入前述固定参数辐照 30 次。
治疗前后分别使用二维超声观察肿块大小
形态及回声灰度变化情况，HIFU 治疗结束后即
刻 进 行 超 声 造 影 (MyLab 90, Esaote, Italy,
12 MHz 线阵探头)。首先，在二维模式下确定肿
瘤位置，并在瘤鼠尾静脉插入一根静脉输液针。
随后，混匀超声造影剂，将 0.2 mL 造影剂通过
尾静脉以团状注射方式注入，以 1 mL 生理盐水
冲管。选取皮下瘤最大横截面作为观察平面，并
在造影剂注射时启动视频录制。造影结束后，选
取最大横截面用 Image J 软件计算肿瘤充盈缺损
区域面积。
1.4 统计分析
使用配对 t 检验确定实验组之间的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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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a) HIFU

假照组，细胞存活率 89.04%

-1

(b)

单纯 HIFU 治疗组，细胞存活率 86.51%

TM

(c)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细胞存活率 77.03%
图 3 流式细胞仪检测图

Fig.3 Flow cytometry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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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I 染色结果，阳性代表死细胞。图 4 的结果表
明，HIFU 假照组细胞存活率最高(88.62±0.62)%，
死亡率最低(11.76±0.62)%，其次为单纯 HIFU 治
疗 组 ， 存 活 率 为 (85.66±0.55)% ， 死 亡 率 为
(14.34±0.55)%，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细胞存活
率 最 低 (75.94±1.34)% ， 死 亡 率 最 高 为
(23.50±1.34)%，进行两两比较，各组间的细胞存
活和死亡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 6 荷瘤鼠 HIFU 治疗前后二维超声及超声造影图像(
箭头所示为 HIFU 辐照区域，标尺 5 mm)

Fig.6 B-mode ultrasound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mages of tumor-bearing mice before and after HIFU
treatment (The arrow showed the HIFU ablation area.
Scale bar, 5 mm)

图 不同组活细胞及死细胞百分比

4
(%)
Fig.4 Percentage of live and dead cells in different groups (%)

动物试验结果
单纯 HIFU 治疗组和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
肿瘤消融面积百分比如图 5 所示，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肿瘤充灌注损面积占总面积百分比
(84.03±4.47)% ，显著高于单纯 HIFU 治疗组
(41.23±4.24)% (P<0.05)。图 6 显示了 HIFU 治疗
前后肿瘤的二维超声及超声造影图像。3 组肿瘤
区域 HIFU 治疗前，二维超声均表现为形态规则，
边界清晰的均匀低回声区。HIFU 假照组超声造影
表现为造影剂在肿块内快速而均匀地强化，无灌
注缺损区(图 6 中 a1、a2、a3)；单纯 HIFU 治疗组
治疗后二维超声可见肿块内点状、小片状回声增
2.2

高区，超声造影显示肿块中心少量灌注缺损区，
周围呈环形强化(图 6 中 b1、b2、b3)；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HIFU 辐照后二维超声观察到肿块回
声的显着变化，呈均匀高回声，超声造影显示肿
块大部分区域无造影剂灌注，周边见少量环形强
化(图 6 中 c1、c2、c3)。
3 讨 论

消融作为乳腺癌局部微创治疗的手
段 ，与射频消融等相比具有非侵入性的特点，
其消融肿瘤组织的机制主要为机械效应、空化效
应及热效应，并可以与放疗及化疗等结合使用以
增强肿瘤治疗效果 。
在临床工作中，由于组织声衰减，使得治疗
较大的实体肿瘤时需要更高的声能和更长的时
间，为了提高 HIFU 在乳腺肿瘤中的临床效用，
需要增加 HIFU 消融效率以及缩短治疗时间，减
少患者痛苦和并发症的发生率，HIFU 增效剂的研
究逐渐引起重视。相变型液态氟碳材料受到研究
者的关注 ，该材料可在 HIFU 的高声压和产热
作用下，发生相变产生气泡，作为外源性空化核，
能降低空化阈值促进空化发生，气泡的非线性振
动有利于超声产生热量，可在超声作用下爆破产
生机械效应导致细胞损伤，引起肿瘤微血管的破
裂提高 HIFU 疗效，并且气泡相互融合可阻塞微
血管，造成肿瘤内部缺氧的同时减少肿瘤细胞进
入血液循环 。
Zhang 等 使用含白蛋白的凝胶模块，通过
对白蛋白变性情况的观察来判断 HIFU 联合相变
纳米乳剂治疗效果，研究发现纳米乳剂产生的气
HIFU

[10]

[11-12]

[13]

[14]

图 5 单纯 HIFU 治疗组和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组肿瘤
消融面积百分比
Fig.5 Percentage of the necrotic tumor area in both
treatment group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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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可显著减少凝胶模块中蛋白变性所需的时间及
声功率。王修杰等 使用不同强度的 HIFU 处理
人乳腺癌细胞 MCF-7，观察到 HIFU 作用下细胞
增殖减少，凋亡增加及热休克蛋白的表达增加，
表明 HIFU 具有明显损伤癌细胞及抑制其生长的
作用。本试验使用同等强度的 HIFU 辐照小鼠乳
腺癌 4T1 细胞，增加了 HIFU 联合 PFP 治疗，结
果显示联合治疗相较于单纯 HIFU 治疗可显著提
高乳腺癌细胞死亡率，试验表明 HIFU 联合 PFP
治疗在细胞层面具有增效作用，为进一步进行体
内验证打下基础。
Gao 等 通过超声造影评价临界温度聚焦超
声(sub-threshold focused ultrasound, FUS)消融裸
鼠皮下瘤效果，与 MRI 相较，超声造影具有实时
动态显像，简便易操作及耗时短等优点，并且造
影剂无灌注区能很好地显示肿瘤内部坏死区域。
陈莉等 使用超声造影剂评价高强度聚焦超声治
疗骨肿瘤的疗效，治疗区域显示为造影剂灌注缺
损区，而未治疗的肿瘤组织仍有超声造影剂灌注，
结果表明超声造影成像能清楚地显示肿瘤范围及
治疗后灌注缺损区的大小。本研究利用二维超声
及超声造影评价裸鼠皮下移植瘤 HIFU 治疗效果，
结果显示相同 HIFU 治疗参数下，HIFU 联合 PFP
治疗后肿瘤内部灌注缺损面积占总肿瘤面积百分
比显著高于单纯 HIFU 治疗，试验表明 HIFU 联合
PFP 治疗在动物体内具有增效可行性。
综上所述，本试验通过细胞及动物两个层面
验证了 HIFU 联合 PFP 在乳腺癌治疗增效中的可
行性及有效性，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3]

[16]

[4]
[5]
[6]

[7]

[17]

[8]

[9]

[18]

[10]

[11]
[12]

[13]

[14]

[15]

4 结 语

本研究针对相同 HIFU 辐照参数联合相同浓
度 PFP 对乳腺肿瘤消融的影响，未涉及 HIFU 强
度变化及 PFP 浓度变化。在后续研究中，可设置
不同 HIFU 辐照强度与不同 PFP 浓度的组合，进
一步对 HIFU 联合 PFP 消融乳腺癌细胞及组织的
最佳协同剂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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